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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心理护理干预对气管切开患者的疗效

魏红侠 、 张安娜 、 梁　艳 、 危　娜

【摘要】目的　探讨感恩心理护理干预在气管切开患者的应用方法与效果。方法　选择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进行气管切开的呼吸衰竭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感恩心理护理干预，两组护理观察时间

为 4 周。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感恩情况、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及认知情况。结果　护理干预前两组的

护理感恩评分及认知活动各项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护

理干预后的感恩问卷评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观察组护理干

预后的感恩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气管切开呼吸道感染发生率（3.3％）显著低于对

照组（16.7％）（P< 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躯体功能、睡眠、饮食、精神与认知活动评分明

显高于护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观察组的躯体功能、睡眠、饮食、精神与认知活动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感恩心理护理干预能更好地提高气管切开患者的感恩水平，

有助于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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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rateful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atients with tracheotomy　 
 WEI Hongxia， ZHANG An’na， LIANG Yan， et al. ICU， The Ninth Hospital of Xi’an City， Shaa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grateful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atients with tra-

cheotomy. Methods　90 cases of 120 patients with tracheotomy because of respiratory failure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

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60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grateful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nursing 

car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lasted 4 weeks. Then the nursing gratitude situation，the incidence of re-

spiratory infections and cognitive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nursing gratitude and cognitiv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nurs-

ing gratitude and cognitive scores were higher in both the two groups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Meanwhile，the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3.3％）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6.7％），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inter-

vention，the scores of body function，sleep，diet，mental and cognitive activities were higher in the both two groups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Grateful psychologi-

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nursing gratitude of patients with tracheotomy，and it is more 

helpful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s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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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以气流

受限不完全可逆为特征，具有病程长、病情迁延等

病痛，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1］，在治

疗中多需要进行气管切开治疗，部分患者在气管插

管中出现不适应，导致通气量过低、低氧血症和二

氧化碳潴留等情况的发生，为此对于护理的要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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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2-3］。感恩有助于增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及幸福

感，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功能。相关研究表明提高

个体的感恩水平可促进个体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4］。

本文探讨了感恩心理干预对气管切开患者优质护理

服务中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进行气管切

开的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临床诊

断为Ⅱ型呼吸衰竭，适应气管插管治疗；年龄 20~80
岁，既往和目前均无精神疾病，无严重的认知功能

障碍；知情同意本研究且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排除标准：合并气管损伤、肺挫伤、误吸；哺乳

或者妊娠期妇女；合并恶性肿瘤；合并严重心肝肾异

常；上呼吸道畸形、口咽喉部手术、口鼻部感觉异常

者。符合入组条件的共 12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

将 12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60 例，两

组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受教育年限、APACHE 

Ⅱ评分、通气量等基线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干预方法

观察组：在气管切开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感

恩心理干预的优质护理服务，具体操作方法：成立感

恩护理干预小组，护理干预小组录制感恩视频，让

患者进行观看言，通过身边的典型事件、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琐事，让患者明白生命的可贵，使患者学

会珍惜生命，存有感恩之心，以提高治疗的积极性；

在感恩视频干预中，组织患者每周观看 1 个主题视

频，观看完感恩视频后，感恩护理小组要引导患者

多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强调患者有解决问题

的能力，指导患者采取接受患病现实、引导患者以

“感恩”的心态对待现实；同时需要要求患者亲友给

予患者多方面的支持，及时给予鼓励、帮助和安慰，

指导亲友积极关注患者的生理、心理变化，提高其

社会支持度。由具有护师以上资格、对感恩心理干

预方法熟练护师完成干预过程。

对照组：在气管切开期间给予常规护理，主要

为确保病房安静；积极监测生命体征，与患者建立良

好的关系等。

两组护理观察时间均为 4 周。

1.3　观察指标

（1）六项目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

naire-6，GQ-6）［5］：为 2008 年修订的由 McCullough 等

编制，该问卷包括 6 个项目，要求被试者根据最近

的感受进行评价，其使用 7 点计分的方式让患者进

行评定，其中项目 3 和 6 为反向计分题，共有深度

和频度两个维度，深度值个体体验感恩的强烈程度，

频度指的特定时间内体验感恩的次数，计算所有项

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其感恩倾向越高，越

具有感恩之心。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619。

（2）生活质量核心量表：自拟评分量表，包括躯

体功能、睡眠、认知活动、自尊、饮食、精神 6 项，

每项有 15 个问题，每个问题 1 分，全部量表共 90 分，

分数值与生活质量成正比，分值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3）观察与记录两组在干预期间出现的呼吸道

感染情况，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气

管切开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进行判定。

以上观察指标均由熟悉上述评估工具、且未参

与本研究的工作人员在研究结束时完成观察、评估

及搜集工作，回收问卷及调查有效率为 100.0％。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感恩问卷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感恩问卷评分，组间无明

显差异（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感恩

问卷评分分别为（6.72±0.21）分和（5.13±0.34）

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的（2.44±0.34）分和（2.41±

0.41）分（P<0.05），同时，观察组干预后的感恩问

卷评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t =2.587，P=0.041）。

2.2　气管切开呼吸道感染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气管切开呼吸道感染人数为 3 例（发生率

为 3.3％，2/60）；对照组 10 例（16.7％，10/60），两

组呼吸道感染率差异显著（χ2=5.926，P=0.015）。

2.3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估量表评分，组间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

的躯体功能、睡眠、饮食、精神与认知活动评分明

显高于护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

察组的躯体功能、睡眠、饮食、精神与认知活动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3　讨论

气管切开患者因承受较大的病痛折磨容易产

生不良心境，不利于其恢复健康。感恩心理干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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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互动的沟通模式，其是在护患双方相互信任和

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感恩提高了患者对情绪的认

知、判断和评价水平［6］。从具体上来说，感恩促进

健康的研究，引导患者回顾并感恩其患病过程中，

进而保持良好心境，让患者较合理地认知疾病，做

好疾病的自我管理，增强其自我效能和信心［7］。本

研究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感恩评分分别为

（6.72±0.21）分和（5.13±0.34）分，均显著高于干

预前（P<0.05），同时观察组干预后的感恩评分也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常规护理和感恩心理

护理均可提高气管切开患者的感恩水平，但感恩心

理干预的效果更佳。

气管切开后的呼吸道感染临床比较常见，且容

易引起呼吸困难等症状，加重患者的恐惧心理，不

利于病情恢复［8］。感恩心理干预的目的在于促进双

方的了解，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和信任的治疗性关

系，制定个体化的感恩心理干预实施内容和方案，

从而促进患者康复。本研究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气

管切开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3.3％和 16.7％，观

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这可能是因为有感

恩的正性心理，有助于提高机体的免疫机制，降低

呼吸道感染的发生。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理念的转变，患者的心理状

况日益受到重视［9］。通过感恩心理干预减少情感和

社会功能的退缩，提高患者日常生活事件的应对能

力，促进健康的恢复［10］。本研究显示干预后观察组

的躯体功能、睡眠、饮食、精神与认知活动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也表明感恩护理干预可有

效促进心身健康和提升个人主观体验的生活质量。

总之，感恩心理干预在气管切开患者的应用能

更好地提高患者感恩水平，减少气管切开呼吸道感

染的发生率，从而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具有

肯定的临床效果，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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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n） 躯体功能 睡眠 饮食 精神 认知活动

观察组 60 69.34±4.89 70.41±2.56 68.81±5.76 65.87±7.83 66.84±3.56

对照组 60 58.39±5.68 57.39±4.14 58.71±5.13 55.82±4.09 57.89±5.89

t 5.893 6.487 5.223 5.482 4.982

P 0.021？ 0.015 0.029 0.025 0.033


